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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我们在行动
立行立改

目前，经过全区各
单位的共同努力，“创
城”整改工作取得了显
著效果。近日，记者对
前期存在问题突出的
点位进行了走访，发现
通过“创城办”的指导，
所有存在问题的点位
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整改。

整改前，石门营幸
福公园内路面坍塌，纸
屑、烟头随处可见，幸
福亭内支柱、彩绘油漆
剥落严重。经过整改，
路面已经全部更换新
地砖，幸福亭内，工人

正在抓紧时间修复彩
绘，粉刷支柱，预计“十
一”国庆节前完工。高
家园新区以往裸露的
草坪重新播种了草籽，
新种的草籽目前已经
出苗，垃圾桶分类清
晰，并有专人进行看
管。梨园大街改为了
步行街，杜绝了无序停
车、交通混乱的现象，
社区志愿者每天在大
街内不间断巡视，捡拾
烟头、纸屑，使整条大
街变得干净整洁、秩序
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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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营幸福公园幸福亭内石门营幸福公园幸福亭内，，工人正在补修彩绘工人正在补修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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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月”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高宇）近日，区质监局
在新桥大街开展了“质量月”宣传活动。活
动现场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并向过往
群众提供质监咨询服务。工作人员耐心细
致地向群众解答相关问题。本次活动共发
放宣传册500份，环保手袋200余个，现场气
氛热烈，受到了当地居民的好评。

本次“质量月”宣传活动围绕老百姓关
注热点，以服务民生为己任，向老百姓普及
质量知识，提高质量鉴别能力。下一步区
质监局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营造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厚
氛围。

我区已开放预约九价宫颈癌疫苗
本报讯（记者 屈媛）自今年5月

以来，九价宫颈癌疫苗在国内部分省
份陆续上市。日前，我区九价宫颈癌
疫苗也可以预约接种了。

记者了解到，我区十五家接种点已
开放预约九价宫颈癌疫苗，市民可通过
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或咨询。由于疫苗
供货紧张，到货日期并不确定，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九价宫颈癌疫苗预约登记
后，需再打电话确认疫苗到货情况。

我区的预约点包含了我区京煤
集团总医院、门城地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三家店免疫预防门诊、华新建免
疫预防门诊、大峪免疫预防门诊、滨
河地区免疫预防门诊，除龙泉镇之外
的8个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5个接种点都
可以预约接种。

门城地区卫生服务中心免疫预
防门诊大峪防保科负责人说：“携带
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在居住地的保健
科就可以预约接种。需要注意的是，
对这个疫苗或者疫苗辅料成分有严
重过敏反应的是不能接种的，还有在

此次接种疫苗前三个月，有血液疾
病、凝血障碍，或者是使用过免疫球
蛋白者是暂时不能接种的。”

此外，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九价
宫颈癌疫苗对年龄有严格的限制，十
六至二十六周岁的女性才能接种，九
价宫颈癌疫苗共需三针，必须在一年
内接种完成才能有效。

大台街道灰地社区

设置文明养犬乐园
本报讯（记者史佳怡）近几

年，随着养宠物的居民越来越
多，宠物狗也越来越多，小区草
坪内、路面上时常会出现狗粪
便，对居民出行和城市环境造成
了极大的影响。为进一步规范
社区居民科学养犬、文明养犬，
大台街道灰地社区在这一工作
上下足功夫。不仅成立了养犬
协会，还积极利用拆迁后闲置土
地设置了文明养犬乐园，将无序
的遛狗行为进行了集中管理，提
高居民的文明素养，营造整洁有
序、安全和谐的社区环境。

记者在文明养犬乐园内
看到，不大的乐园内，不仅设
置了供宠物嬉闹的设施，还设
置了多个宠物粪便清洁箱，方
便居民清理宠物粪便。社区

养犬居民聚集在这里，大家一
边交流养犬心得，一边带着自
己的宠物狗玩乐。

“以前草丛里、路面上老
能看见狗粪便，一不小心还能
踩到，影响心情不说，特别影
响市容。”在灰地社区居住的
大妈说：“现在可不一样啦！
文明养犬乐园建好后，养狗的
居民都到这里来，遛狗也不再
单调了，宠物粪便也能及时扔
进宠物粪便清洁箱，美化了社
区环境，大家都高兴，真好！”

据了解，文明养犬是我区
“创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灰地社区这一举措，既满
足了养犬居民的必要需求，也
为社区其他居民营造了更加
舒适的生活环境。

石门营幸福公园幸福亭内石门营幸福公园幸福亭内，，工人们正在粉刷支柱工人们正在粉刷支柱

通过治理通过治理，，梨园大街变得干净整洁了梨园大街变得干净整洁了

我区三项举措

持续优化餐饮环节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琪）根

据《持续推动简政放权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的文
件精神，区食药局重新划分各
审批环节权限，创新工作方
法，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深
化“放管服”改革，不断提升餐
饮环节服务效能。

一是提前介入。餐饮行
业的制作流程和设备的合理
设置，是避免交叉污染引起食
源性疾病的关键环节。工作
人员通过提前审查厨房流程
设计，最大限度地降低业主的
整改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目
前餐饮环节提前介入率达
100%。二是缩短审批。在接
到审核任务后，立即安排核查
人员开展现场检查，严格将许

可时限压缩至五个工作日。
截至目前，共受理餐饮环节行
政许可类业务148件，已办结
148件，办结率100%。三是
严格监管。在持续推动简政放
权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区食
药局继续加强行政许可后的监
管，确保企业有效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并以创建食品 安
全示范区为基础，以创建文明
城区为抓手，全面提升餐饮业
品质，营造出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氛围，让百姓吃的放心安全。

下一步，区食药局将继续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
实工作，进一步探索高效的食
品药品监管体制，加强基层监
管能力建设，为保障人民群众
饮食用药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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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诗歌交流灵水诗会
在我区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腾）9月
19日，中美诗歌交流灵水诗会
在我区灵水村成功举办。此
次活动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
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区委宣
传部举办。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
波、北京作协副主席王升
山、区政协副主席高连发分
别致辞，并代表主办单位向
斋堂镇和灵水村授予了“中
国诗歌之乡、北京诗歌之乡
——灵水基地”和“中国诗人
之家”的牌匾。镇村领导向
美国诗人石江山、中国诗歌
学会会长黄怒波分别授予
了灵水村荣誉村民证书。
活动还向五位美国诗人赠

送了象征太平吉祥的太平
鼓。

云南诗人于坚说：“门头
沟区作为一个诗歌之乡，我们
和外国诗人、本地诗人还有村
庄的村民聚到一起，感受诗
歌，把传统与现代的诗歌结合
在一起，这非常有意义，我很
喜欢这个活动。”

五位美国诗人和中国诗人
黄怒波、于坚、王小妮、臧棣、陈
陟云、马淑琴等朗诵了自己的
诗歌作品。我区演出了太平
鼓、童子大鼓、柏峪村燕歌戏、
淤白村蹦蹦戏等传统艺术及原
创歌曲，活动在以诗歌特色学
校——大峪中学分校的集体诗
朗诵中圆满落下帷幕。

本报讯（通讯员 张烁）9月
15日，军庄镇军庄村、灰峪村、
西杨坨村三村联动，集中开展
违法建设拆除行动。镇主要
领导亲自带队，现场指挥调度
拆除工作，全镇共出动工作人
员、安保人员120余人，动用大
型作业机械 6 台，拆除面积合
计约11000平方米。此次集中
行动标志着军庄镇打击违法
建设、违法用地“百日行动”进
入违建拆除阶段。

8月初，打击违法建设、违
法用地“百日行动”启动以来，
军庄镇挂牌成立镇打违办，统

筹镇、村和第三方公司拆违控
违工作，完成定年限、定面积、
定类别任务，镇包村、社区工
作组全部停休，下沉村、居督
促测绘公司对镇域内821个图
斑进行测绘，并与村居两委、
党员分区包片入户，开展拆违
控违宣传动员。

下一步，军庄镇将按照工
作计划有序推进拆除进度，
并着重做好施工扬尘控制、
建筑垃圾清运、场地围挡美
化等相关工作，同时做好风
险隐患排查，杜绝安全事故
的发生。

军庄镇打违“百日行动”
进入实施拆除阶段

一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实施党的建设引领工程
■ 春秋雨

我区《北京市门头沟区“争创
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实施方案
（2018年—2023年）》之所以把“实
施党的建设引领工程，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摆在“创城”“八项工程”首
要位置，不仅凸显了各级党组织承
担着“创城”工作主体责任，需要继
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而
且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
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在“创城”工作中树标
杆、做表率。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毛泽
东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制

度，既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
导地位，发挥了基层党组织作用，
奠定了党组织发展壮大基调，也
凝聚起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
智慧和力量，坚定了党员的理想
信念，提升了党员党性修养意
识。今天，我们的“创城”工程，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仍然要发
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的
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为“创城”贡
献力量和智慧。有句话说的好：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党员
干部在群众面前就是标杆，是榜
样；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入党誓
言，在“创城”中发挥榜样标杆的

作用，发扬敢打硬仗、乐于奉献精
神。各级党组织在“创城”工作中
所具有的“旗帜”作用，所承担的
攻坚克难责任，是任何组织无法
替代的。

我区的“创城”大幕已经开
启，这是一场攻坚战，需要下大力
气，下苦功夫；也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积
极开展“创城”宣传引导工作，将
为什么“创城”向党员群众讲清
楚，切实让“绿色发展、生态富民、
弘扬文化、文明首善、团结稳定”

深入人心，让文明成为每个人的
理念自觉、行动自觉、文化自觉。
同时，也让党员群众真正感受到
文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
活幸福的潜在力量。

只有坚强有力的党建作保障，
才能引领“创城”取得最佳成绩。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创
城”工作中，不仅要继续强化“四个
意识”，坚定政治原则、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纪律，而且要严格
党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以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
德情操、务实的工作姿态，为“创
城”贡献力量。

为全面推进我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整体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和群众生活
质量，根据首都及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的《北京市门头沟区“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实施方
案（2018 年—2023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已经发

布。其中，《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实施党的建设引领、政务
环境提升、法制安全环境优化、市场环境净化等“八项工
程”。“八项工程”是“创城”目标，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各单位
对标标准。那么，如何让“八项工程”在“创城”中落地开花
结果？本报从本期开始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以飨读者。


